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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5 年北太平洋西部颱風概述 
 

商俊盛 

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 

 

摘   要 

2016 年北太平洋西部海域總計有 26 個颱風生成，接近歷年(1958 至

2015 年)之氣候年平均數 24.9 個颱風。在 26 個颱風中，颱風最大強度達

強烈程度者有 5 個，中度 9 個，輕度則有 12 個。本年度中央氣象局共計

發布「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5 次，發布海上陸上警報者有

NEPARTAK(尼伯特 ,1601)、MERANTI(莫蘭蒂 ,1614) 、MALAKAS(馬勒

卡,1616)及 MEGI (梅姬,1617 )，僅發布海上警報者為 AERE (艾利,1619)；

侵臺颱風有 3 個，分別是 NEPARTAK(尼伯特 ,1601)、MERANTI(莫蘭

蒂,1614)及 MEGI (梅姬,1617 )。 

綜觀本年颱風有下列數點特性： 1. 1 月至 6 月全無颱風生成。 2. 就

發生頻率而言，以 8 月及 9 月份颱風生成個數最多，各有 7 個颱風生成，

合計占全年總數之 53.8%。3.就颱風強度而言，本年度 26 個颱風中，中度

與強烈颱風合計有 14 個，少於氣候平均數 15.3 個。 4.以生命期而言，最

長的颱風是 LIONROCK ( 獅子山,1610 )，長達 270 小時；最短的颱風是

RAI(雷伊,1615)，僅 12 小時。5. 本年 26 個颱風中，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

報的 NEPARTAK(尼伯特,1601)及 MEGI (梅姬,1617 )颱風中心登陸臺灣本

島，MERANTI(莫蘭蒂,1614)從臺灣南端近海通過，此 3 颱風均帶來嚴重

災情。6. 中央氣象局官方颱風路徑預報統計 24 小時路徑預報平均誤差為

77 公里，48 小時預報平均誤差為 144 公里。 

關鍵詞：颱風、登陸、路徑預報 
 

一、前言 

    統計 1958~2015 年的颱風資料顯

示，北太平洋西部海域平均每年有 24.9 個

颱風生成，其中有 3.2 個颱風侵襲臺灣(如

表 1 所示)；侵臺颱風之定義為該颱風中心

登陸臺灣，或颱風中心雖未登陸，但造成

臺灣陸地上有災害者。本(2016)年北太平

洋西部海域共有 26 個颱風形成，其中有 3

個為侵臺颱風；各個颱風的編號、名稱、

起訖生命期、生成地點、消失地點、最低

中心氣壓、近中心最大風速、生命期間 7

級風與 10 級風之最大暴風半徑、路徑型

式等基本資料詳見颱風概要表(表 2)。 

就生成個數而言，本年颱風數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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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高於過去 58 年(1958 年至 2015 年)來

之氣候平均數 24.9 個；侵臺颱風 3 個，少

於氣候平均數 3.2 個。本年第 1 個颱風

NEPARTAK (尼伯特,1601)於 7 月 3 日生

成，最後 1個颱風 NOCK-TEN1(納坦,1626)

生成於 12 月 21 日；颱風最大強度達強烈

颱風者有 5 個，達中度颱風者有 9 個，達

輕度颱風者則有 12 個。本年度中央氣象

局共計發布 5 次颱風警報，其中 4 次為海

上陸上颱風警報，分別是 NEPARTAK(尼

伯特 ,1601)、MERANTI(莫蘭蒂 ,1614) 、

MALAKAS( 馬勒卡 ,1616) 及 MEGI ( 梅

姬,1617 )；1 次海上颱風警報，為 AERE (艾

利 ,1619) ； 其 中 NEPARTAK( 尼 伯

特 ,1601) 、 MERANTI( 莫 蘭 蒂 ,1614) 及

MEGI (梅姬,1617 ) 侵臺颱風。本報告將

就本年所發生之 26 個颱風，簡要分析其

發生位置、移動路徑、發生頻率、生命期、

強度及綜觀天氣等特徵。 

二、綜合分析 

    2016 年共有 26 個颱風在北太平洋西

部形成，本節就發生頻率、強度、警報發布

概況、侵臺颱風災情、颱風生命期及中央氣

象局之颱風路徑預報誤差等分述如下： 

(一)發生頻率、強度及生成位置 

就颱風發生個數而言，2016 年共發生

26 個颱風，高於氣候平均數 (1958~2015

年計 58 年平均)24.9 個，各月颱風發生個

數如表 1 及圖 1 所示。其中 1 月至 6 月無

颱風生成。7 月及 10 月各有 4 個颱風生

成，各占全年颱風發生數的 15.4%；8 月

及 9 月各有 7 個颱風生成，各占全年颱風

發生數的 26.9%；11 月有 3 個颱風生成，

占全年颱風發生數的 11.5%；12 月有 1 個

颱風生成，占全年颱風發生數的 3.8%。與

氣候平均數比較結果顯示(如圖 2 所示)，本

年有 1 月至 6 月及 12 月較平均數為少，7

月等於氣候平均數，其他月份則較平均數

多。就強度而言，本年度 26 個颱風中，屬

於輕度颱風（近中心附近最大風速 17.2 m/s 

至 32.6 m/s）者有 12 個，占 46.2%；中度

颱風（近中心附近最大風速 32.7 m/s 至 50.9 

m/s）者有 9 個，占 34.6%；強度達強烈颱

風(近中心附近最大風速 51.0 m/s 以上)有

5 個，占 19.2%。中度與強烈颱風合計有

14 個，少於氣候平均數 15.3 個；侵臺颱

風 3 個，少於氣候平均數 3.2 個(表 1)。 

    在颱風路徑分類方面，以直線型路徑

較多計有 15 個，占 57.69%，拋物線型有

5 個，占 19.23%，S 型及反 S 型有 5 個，

占 19.23%，不規則型 1 個，占 3.85%。其

他有關颱風之編號、名稱、生成及消失地

點、中心最低氣壓、近中心最大風速、生

命期間最大 7 級風與 10 級風暴風半徑及

起訖生命期等資料詳見表 2。 

    分析本年度颱風生成位置(圖 3)，大

部分颱風生成於 10oN 至 20oN 之間，共有

17 個，占全年颱風總數之 65.4%；20oN

以北有 6 個颱風生成，占全年颱風總數之

23.1%；10oN 以南則有 3 個颱風生成，占

全年颱風總數之 11.5%。120oE 以東海域

有 23 個颱風生成；120oE 以西之南海海域

有 3 個颱風生成。統計本年颱風生命期(如

表 3 所示 )，其中生命期最長的颱風是

LIONROCK (獅子山)，長達 270 小時；最

短的颱風是 RAI(雷伊)，僅 1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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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58 年以來北太平洋西部颱風個數統計表 
Table 1. Summary of tropical storms/typhoons occurrence in western North Pacific ocean since 1958. 

 
註：A:表示輕度以上颱風  B:表示中度及以上颱風  C:表示侵臺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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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 (民國 105) 年北太平洋西部地區颱風概要表 
Table 2. Summary of the tropical storms/typhoons over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Ocean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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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6 (民國 105)年各月北太平洋西部颱風發生次數及百分比 

Fig. 1. Monthly numbers and percentages of western North Pacific ocean tropical 

          storms/typhoons in 2016. 

 
圖 2. 2016 (民國 105)年各月颱風發生次數與最近 58 年(1958~2015)平均發生次數之比較 

Fig. 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2016 monthly tropical storms/typhoons numbers and the 

         averaged numbers for the period 1958 throug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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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6 (民國 105) 年北太平洋西部颱風生命期統計表 
Table 3. Statistics of tropical storms/typhoons life period 

時數  （天） 個數 百分比(%) 
1-24     （1） 2 7.7  
25-48    （2） 4 15.4  
49-72    （3） 2 7.7  
73-96    （4） 4 15.4  
97-120   （5） 3 11.5  
121-144  （6） 4 15.4  
145-168  （7） 4 15.4  
169-192  （8） 2 7.7  
193-216  （9） 0 0.0  
217-240 （10） 0 0.0  
241-264 （11） 0 0.0  
265-288 （12） 1 3.8  

合計 26 100.0  

 

(二)警報發布概況 

    在本年 26 個颱風中，中央氣象局研

判可能侵襲臺灣附近海域或陸地而發布

「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者共有

5 個颱風(表 4)，佔 2016 年全年颱風發生

總數之 19.2%。發布海上颱風警報者為

AERE (艾利,1619)颱風；發布海上陸上颱

風警報有 NEPARTAK( 尼伯特 ,1601) 、

MERANTI(莫蘭蒂,1614) 、MALAKAS(馬
勒卡,1616)及 MEGI (梅姬,1617 )；其中侵

臺颱風有 3 個，分別是 NEPARTAK(尼伯

特 ,1601) 、 MERANTI( 莫 蘭 蒂 ,1614) 及

MEGI (梅姬 ,1617 )。有關中央氣象局在

2016 年之颱風警報發布概況，包括警報發

布與解除時間、發布報數、颱風動態、移

動路徑及災情等資料詳見表 4。 

(三)颱風路徑預報誤差 

    中央氣象局針對本年 26 個颱風之 24

小時及 48 小時路徑預報位置平均誤差如

表 5 所示，本年 24 小時平均誤差為 77 公

里；其中以 DIANMU (電母,1608)颱風之

誤差 29 公里最小，但個案數僅有 2 個，

NIDA ( 妮坦,1604)颱風 44 公里居次，而

誤差最大的是 MEARI(米雷 ,1623)颱風之

128 公里。48 小時預報誤差為 144 公里，

其中以 NAMTHEUN (南修 ,1612)颱風之

57 公里誤差最小，MEARI(米雷 ,1623)之

319 公里最大。若以發布海上陸上警報的

4 個颱風而言，24 小時及 48 小時平均預

報誤差值分別為 66.3 公里及 121.5 公里。 

三、各月颱風概述 

    本年北太平洋西部共有 26 個颱風生

成，其中 1 月至 6 月無颱風發生，7 月及

10 月各有 4 個颱風生成，8 月及 9 月各有

7 個颱風生成，11 月有 3 個颱風生成，12

月有 1 個颱風生成。茲就各月颱風活動情

形分別敘述如下： 

七月：計有 4 個颱風生成，即尼伯特

(NEPARTAK,1601) 、 盧 碧 (LUPIT, 

1602) 、銀河颱風(MIRINAE, 1603)及妮坦

(NIDA, 1604) (圖 4)。 

1.尼伯特颱風(NEPARTAK,1601) 

  尼伯特是 2016 年西北太平洋地區生

成的第一個颱風。原位於關島南方海面的

熱帶性低氣壓歷經 24 小時醞釀於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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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UTC 發展為輕度颱風，初期沿副熱帶

高壓南緣以偏西北西方向行進，由於發展

環境良好，其強度迅速增強，5 日 0000UTC

增強為中度颱風，5 日 1800UT 增強為強

烈颱風，移行方向維持西北西，朝巴士海

峽及臺灣東南部海面接近。中央氣象局研

判此颱風將對臺灣鄰近海域及陸地構成

威脅，6 日 0630UTC 對巴士海峽、臺灣東

南部及臺灣東北部海面發布海上颱風警

報。中央氣象局於 6 日 1230UTC 對花蓮

及臺東地區發布陸上警報，尼伯特持續維

持朝西北西移動，隨著颱風持續逼近，6

日 2330UTC 臺灣本島均納入陸上警戒區

域，尼伯特 7 日 2350UTC 左右於臺東太

麻里附近登陸，登陸後受到地形的破壞颱

風強度於 8 日 0000UTC 減弱為中度颱

風，尼伯特於 8 日 0630UTC 左右由臺南

將軍附近出海，在臺灣陸地停留約 6 小時

40 分鐘，出海後行徑仍大致維持偏西北西

或西北方向，並於 8 日 2100UTC 進一步

減弱為輕度颱風。9 日 0500UTC 左右由金

門北方進入福建，9 日 1400UTC 減弱為熱

帶 性 低 氣壓 ，中 央 氣象 局 旋 於 9 日

1430UTC 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尼伯特

生命期歷時 150 小時。尼伯特颱風是氣象

局 2016 年第一個發布海上陸上警報的颱

風，也是當年第一個侵臺颱風，尼伯特侵

臺期間蘭嶼氣象站觀測到 71.3m/s(17 級以

上 ) 強 陣 風 ， 臺 東 氣 象 站 亦 觀 測 到

57.2m/s(17 級)強陣風。 

2.盧碧(LUPIT, 1602) 

  23 日 1800UTC 位於日本東南方海面

的熱帶性低氣壓發展成為輕度颱風，命名

為盧碧，是 7 月份第 2 個生成的颱風。盧

碧颱風發展緯度偏高，駛流十分明顯，因

此盧碧颱風以超過每小時 35 公里的速度

向偏北北東轉北移動，移動快速致使颱風

發展與增強幅度受限，加上所處環境之高

低層風切亦大，生命期內均維持輕度颱風

的下限(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風速 18m/s)。24

日 1800UTC 盧碧颱風併入中緯度系統變

性為溫帶氣旋，生命期歷時只 24 小時。 

3.銀河(MIRINAE, 1603) 

  26 日 0600UTC 位於中西沙島海面的

熱帶性低氣壓發展成為輕度颱風，命名為

銀河(MIRINAE)，是 7 月份第 3 個生成的

颱風。銀河颱風發展生成後主要朝西北西

移動，時速約每小時 15 公里， 26 日

1800UTC 前登陸中國大陸海南島，仍維持

西北西方向移動，離開海南島陸地後 27 日

1200UTC 颱風中心附近最大風速增強至

25m/s，颱風復於 27 日 1800UTC 前登陸越

南河內，登陸後颱風強度開始有減弱趨

勢，移動方向轉為西北，時速仍約每小時

15 公里；受到地形影響，28 日 1200UTC

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生命期歷時 54小時。 

4.妮坦(NIDA, 1604) 

  原位於菲律賓東方海面的熱帶性低氣

壓於 30 日 1200UTC 發展為輕度颱風，編

號第 1604 號，國際命名 NIDA，中文譯名

為妮妲，生成時位於強盛副熱帶高氣壓的

西緣，妮坦颱風主要朝西北移動，31 日

0600UTC 左右登陸呂宋島北方， 離開呂宋

島進入南海後大氣環境有利颱風發展，8

月 1 日 1200UTC 妮坦增強為中度颱風，颱

風朝西北西移動，同日 1800UTC 自香港東

北東方約 100 公里之處登陸，受到地形破

壞颱風強度開始減弱，2 日 0000UTC 減弱

為輕度颱風，並持續減弱於 3 日 0000UTC

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生命期歷時 8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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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6(民國 105)年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 
Table 4. Summary of tropical storm/typhoon warnings issued by CWB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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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6(民國 105)年中央氣象局颱風警報發布概況表(續) 
Table 4. Summary of tropical storm/typhoon warnings issued by CWB in 2016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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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尼伯特 (NEPARTA)  1602：盧碧 (LUPIT)  1603：銀河 (MIRINAE) 
1604：妮坦 (NIDA)  1605：奧麥斯 (OMAIS)  1606：康森 (CONSON)  
1607：燦樹 (CHANTHU)  1608：電母 (DIANMU) 1609：浦公英 (MINDULLE) 
1610：獅子山 (LIONROCK) 1611：圓規 (KOMPASU) 1612：南修 (NAMTHEUN) 
1613：瑪瑙 (MALOU) 1614：莫蘭蒂 (MERANTI) 1615：雷伊 (RAI) 
1616：馬勒卡 (MALAKAS)   1617：梅姬 (MEGI) 1618：芙蓉 (CHABA) 
1619：艾利 (AERE) 1620：桑達 (SONGDA) 1621：莎莉佳 (SARIKA) 
1622：海馬 (HAIMA)     1623：米雷 (MEARI)   1624：馬鞍 (MA-ON) 
1625：蝎虎(TOKAGE) 1626：納坦 (NOCK-TEN)  

 
圖 3. 2016(民國 105)年颱風生成位置 
Fig.3. Annual tropical storms/typhoons genesis locations fo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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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6 (民國 105) 年中央氣象局主觀預報之颱風 24 小時及 48 小時預報誤差表 
Table5. Mean forecast track errors (km) for western North Pacific tropical storms 
 

颱風名稱 
24 小時預報 48 小時預報 

個案數 (Cases) 
平均誤差值 

(km) 
個案數 (Cases) 

平均誤差值 
(km) 

尼伯特 (NEPARTA) 21 73 17 161 
盧碧 (LUPIT)         

銀河 (MIRINAE) 5 127 1 113 
妮坦 (NIDA) 10 44 6 99 

奧麥斯 (OMAIS) 18 99 14 183 
康森 (CONSON) 21 114 17 195 
燦樹 (CHANTHU) 12 109 8 229 
電母 (DIANMU) 2 29     

浦公英 (MINDULLE) 12 77 8 168 
獅子山 (LIONROCK) 41 76 37 150 
圓規 (KOMPASU) 3 122     
南修 (NAMTHEUN) 12 48 8 57 

瑪瑙 (MALOU) 3 65     
莫蘭蒂 (MERANTI) 17 54 13 90 

雷伊 (RAI)         
馬勒卡 (MALAKAS) 27 70 23 158 

梅姬 (MEGI) 18 68 14 77 
芙蓉 (CHABA) 27 83 23 143 
艾利 (AERE) 16 83 12 191 

桑達 (SONGDA) 16 75 11 135 
莎莉佳 (SARIKA) 20 52 16 104 
海馬 (HAIMA) 23 65 19 82 
米雷 (MEARI) 14 128 10 319 
馬鞍 (MA-ON) 4 70     
蝎虎(TOKAGE) 8 88 4 90 

納坦 (NOCK-TEN) 20 58 16 106 
總計/平均 370 77  277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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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16(民國 105)年 7 月颱風路徑圖 
Fig.4. Tropical storm/typhoon tracks for the period from July in 2016. 
 

 
圖 5. 2016(民國 105)年 8 月颱風路徑圖 
Fig.5. Tropical storm/typhoon tracks for August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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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計有即奧麥斯(OMAIS,1605)、康森

(CONSON, 1606) 、 燦 樹 (CHANTHU, 

1607)、電母 (DIANMU, 1608) 、浦公英

(MINDULLE, 1609)、獅子山(LIONROCK, 

16010)及圓規(KOMPASU,1611) (圖 5)等 7

個颱風生成。 

1.奧麥斯(OMAIS,1605) 

4 日 0600UTC 原位於關島北方海面的

熱帶性低氣壓發展為輕度颱風，國際命名

為 OMAIS，中文譯名為奧麥斯，初期發

展雖位於寬廣海域，但颱風中心環流未無

明顯內縮，始終維持較寬廣狀態，因此其

中心附近最大風速只達 30 m/s 為輕度颱

風上限，奧麥斯颱風發展初期沿著副熱帶

高壓西緣之駛流往北移動，移至日本東方

海域時開始有偏東移動的分量，隨著颱風

緯度增加，颱風進入西風帶後受北方槽線

牽引，轉往東北方向移動，9 日 1800UTC

在日本東京東方 1340 公里之海面上變性

為溫帶氣旋，生命期計 132 小時。 

2.康森(CONSON,1606) 

8 日 1800UTC 位於關島東方海面的熱

帶性低氣壓發展為輕度颱風，國際命名為

CONSON，中文譯名為康森，生成後主要

沿著其北側副熱帶高壓之駛流向西北西

或西北移動，時速約 15 公里，康森生成

初期所處大氣環境垂直風切較大，加上 12

日前後有乾空氣逸入颱風環流，因此強度

發展受到限制，中心附近最大風速最高只

達 25m/s，14 日颱風所處環境垂直風切逐

漸增大，並開始與中緯度斜壓系統產生交

互作用，15 日 0000UTC 康森變性為溫帶

氣旋，生命期計 150 小時。 

3.燦樹(CHANTHU,1607) 

位於關島東方約 790 公里之海面上之

熱帶性低氣壓於 13 日 1800UTC 發展成為

輕度颱風，國際命名為 CHANTHU，中文

譯名為燦樹，生成初期約以 20 公里以上

的平均移速往偏北到北北西方向行進，15

日 1800UTC 燦樹開始與中緯度系統產生

交互作用，導引氣流也明顯增強，燦樹開

始加速移動，隨著斜壓環境及垂直風切增

大，燦樹於 17 日 1200UTC 於東京北北東

方 950 公里之處變性為溫帶氣旋，生命期

共計 90 小時。燦樹行徑略呈 S 型，後期

行徑多沿著日本東方近海移行，並曾登陸

日本北海道。 

4.電母(DIANMU,1608) 

18 日 1800UTC 位於廣東海面之熱帶性

低氣壓發展為輕度颱風，命名為電母，生成

位置距海口市東北方約 150 公里，生成後往

西移動時速約 16 公里，由於電母生成位置

及其後移動路徑十分靠近陸地，強度發展受

到限制，中心附近最大風速最高只達

23m/s，19 日 0600UTC 電母颱風中心已登

陸越南，位於河內東南東方 90 公里處，登

陸後仍維持偏西的路徑，移速加快，颱風中

心強度受地形影響迅速減弱，於 19 日

1200UTC 在越南河內西方 30 公里處減弱為

熱帶性低氣壓，生命期只維持 36 小時。 

5.浦公英(MINDULLE,1609) 

    浦公英颱風於 8 月 19 日 0600UTC 在

關島的北北西方 590 公里之海面上發展生

成，隨後主要受到日本東方之副熱帶高壓

導引，沿著高壓西緣向北移行，強度則一

路持續增強，21 日 1800UTC 颱風中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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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東京南方約 280 公里之海面上時增強為

中度颱風，且繼續向北移行，移速受到北

方槽線的牽引，遂加速朝北轉北北東行

進，22 日 0000UTC 浦公英已登陸日本，

位於東京南南西方 160 公里之處，並持續

加速朝北北東方向移動，颱風強度受地形

影響迅速減弱，22 日 0600UTC 於東京東

北方 60 公里處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其

生命期歷時 96 小時。 

6.獅子山(LIONROCK,16010) 

位於日本東南方海面的熱帶性低氣

壓於 19 日 1200UTC 發展為輕度颱風，為

今 年 第 10 號 颱 風 ， 國 際 命 名

LIONROCK，中文譯名獅子山。颱風中心

發展初期位於黃海附近之分裂副熱帶高

壓之東南象限，駛流場導引颱風往西南移

動，至颱風生命期之中後期此分裂高氣壓

逐漸減弱，而位於獅子山颱風東方之副熱

帶高壓逐漸向西伸展並影響颱風之運

動，致使颱風行徑較為特殊。獅子山曾登

陸日本，30 日 1800UTC 於首爾東北方 960

公里處變性為溫帶氣旋，其生命期長達

270 小時，為今年生命期最長之颱風，其

強度在 23 日 1800Z 增強為中度颱風，並

維持中度颱風強度登陸日本，獅子山颱風

中心附近之最大風速曾發展達 45m/s。 

7.圓規(KOMPASU,1611)  

原位於日本東方海面之熱帶性低氣

壓於 20 日 0000UTC 發展成為輕度颱風，

國際命名為 KOMPASU，中文譯名為圓

規，圓規颱風路徑主要以北北西及偏北方

向移行，也維持較快的移動速度，期間曾

登陸日本北海道，由於所處的大氣環境垂

直風切較大，因此發展受到限制，強度均

只維持輕度颱風的最低限，中心附近最大

風速只達 18m/s，21 日 1800UTC 於東京北

北東方 1120 公里海面上變性為溫帶氣

旋，生命期只有 42 小時。

 
圖 6. 2016(民國 105)年 9 月颱風路徑圖 
Fig.6. Tropical storm/typhoon tracks for September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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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 ： 共有 7 個颱 風生 成 ， 即南 修

(NAMTHEUN,16012) 、 瑪 瑙 (MALOU, 

1613)、莫蘭蒂  (MERANTI,1614 )、雷伊

(RAI,1615)、馬勒卡 (MALAKAS,1616)、

梅 姬 (MEGI,1617) 及 芙 蓉 (CHABA,1617) 

(圖 6)。 

1.南修(NAMTHEUN,1612) 

南修颱風於 9 月 1 日 0000UTC 在琉

球南方 280 公里之海面上生成，國際命名

NAMTHEUN，由於生成初期所處的大氣

環境為大範圍低壓區中，受西風波槽前駛

流導引朝東北運動，但其行經海面之海溫

達 30℃，海水熱含量大，因此強度仍迅速

增強，2 日 0600UTC 增強為中度颱風並開

始受日本南方之副熱帶高壓導引轉向偏

北移行，2 日 1800UTC 達到其生命期最大

強度，中心附近最大風速達 43m/s， 3 日

0000UTC 隨著所處大氣垂直風切逐漸增

大導致颱風環流發展減弱，颱風中心強度

亦呈減弱趨勢，3 日 1800UTC 減弱為輕度

颱風，颱風持續偏北北西或偏北移動，於

4 日 1200UTC 至 1800UTC 間登陸日本長

崎 ， 強 度 減 弱 為 輕 度 颱 風 的 最 下 限

(18m/s)，隨後颱風於 5 日 0000UTC 減弱

為熱帶性低氣壓，結束維持 96 小時之生

命期。 

2 瑪瑙(MALOU,1613 )  

    瑪瑙颱風 6 日 0000UTC 在琉球南方

海面 270 公里生成，初期位於副熱帶高壓

北側，屬於西風波槽前明顯的西南西或西

南向駛流影響，移向東北且移速偏快，大

多維持 30 公里以上之時速，同時處於較

強垂直風切較大之環境而限制其環流發

展，強度均只維持在輕度颱風的下限。由

於瑪瑙颱風移行環境大多處於西風帶

內，於 7 日 1800UTC 在日本東京西南方

400 公里之海面上變性為溫帶氣旋，生命

期只維持 42 小時。 

3 莫蘭蒂 (MERANTI,1614 ) 

    第 14 號 莫 蘭 蒂 ( 國 際 命 名 ：

MERANTI)颱風於 10 日 0600UTC 時生成

於關島西方海面，受副熱帶高壓駛流導

引，初期向西北西方向移行，並由於行經

之大氣環境適合發展，其強度迅速增強，

11 日 0600UTC 颱風中心強度已達中度颱

風，12 日 0600UTC 再增強為強烈颱風，

其暴風圈逐漸往巴士海峽靠近。中央氣象

局依據預報資料顯示，莫蘭蒂颱風有侵襲

臺灣的機率，即於 12 日 1530UTC 分發布

海上颱風警報，提醒臺灣東南部海面及巴

士海峽航行及作業船隻嚴加戒備。隨後莫

蘭蒂颱風中心強度維持為強烈颱風，暴風

圈為 200 公里，持續向西北西方向移動，

對臺灣各地構成威脅，中央氣象局於 13

日 0030UTC 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警

戒區域逐漸擴大至臺東、恆春半島及屏東

陸地。自 13 日 1200UTC 起莫蘭蒂颱風暴

風圈逐漸進入臺灣東南部陸地及恆春半

島，各地風雨逐漸增強。颱風中心於 14

日 0600UTC 前後通過澎湖近海，東吉島

氣象站觀測到 62m/s(17 級以上)強陣風，

另於 14 日 1800UTC 左右由金門進入福

建，金門氣象站亦觀測到 61.7m/s(17 級以

上)強陣風，此時除澎湖及金門之外，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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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已脫離其暴風圈，颱風強度持續漸

弱，且暴風圈亦逐漸縮小。15 日 0300UTC

時金門脫離暴風圈，颱風中心位於金門西

北方陸地，持續向西北移動，中央氣象局

即於同日 0330UTC 解除海上陸上颱風警

報。莫蘭蒂颱風中心行經恆春南方近海前

後，由於颱風環流與臺灣地形略有交互作

用，移向由西北西轉西北。颱風影響期間

各地出現較大風力紀錄：東吉島、金門 17

級以上，蘭嶼 17 級，恆春 16 級，澎湖、

臺南、高雄 13 級，大武 12 級，成功 11

級，新屋、淡水、馬祖、基隆 10 級。颱

風主要降雨大多集中在臺灣東部及南部

陸地，較大降雨紀錄：屏東縣西大武山 842

毫米，臺東縣金針山 730 毫米，花蓮縣天

祥 707 毫米，宜蘭縣太平山 414 毫米，高

雄市排雲 386 毫米，南投縣丹大 304 毫

米。莫蘭蒂颱風為民國 105 年西太平洋強

度最強之颱風，中心風速可達 60m/s，莫

蘭蒂颱風警報期間並創下下列氣象站設

站以來多項最高紀錄，包括金門氣象站觀

測到 17 級以上陣風(61.7m/s)，恆春氣象站

觀測到 16 級陣風(52.2m/s)；另外小琉球、

鵝鑾鼻、和金門浮標站分別觀測到 17.2

米、17.4 米和 11.9 米浪高，也都創下該觀

測點設站以來最大浪高紀錄。 

4.雷伊(RAI,1615) 

    位於南沙島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於

12 日 1800UTC 在胡志明市北北東方 560

公里之海面上發展為輕度颱風雷伊，雷伊

生成位置已靠近陸地，並以每小時約 22

公里的速度往西移動；隨後於 13 日

0000UTC 已登陸越南，受到地形影響於

13 日 0600UTC 即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生命期只有 12 時，為本年度生命期最短

之颱風。 

5.馬勒卡(MALAKAS, 1616) 

    第 16 號 馬 勒 卡 ( 國 際 命 名 ：

MALAKAS)颱風於 12 日 1800UTC 於關島

西方海面生成，受其北側副熱帶高壓駛流

導引，颱風中心向西北轉北北西方向移

動。由於海溫條件適合颱風發展，14 日

0600UTC 其強度已達中度颱風，隨後穩定

增強並逐漸往臺灣東方海面接近。15 日中

央氣象局研判馬勒卡颱風有威脅臺灣陸

地與鄰近海域的機率，即於當日 1530UTC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提醒臺灣東南部海

面、臺灣東北部海面及巴士海峽航行及作

業船隻嚴加戒備。16 日馬勒卡颱風中心強

度維持中度颱風，暴風圈為 120 公里，預

測持續向西北轉北北西方向移動，中央氣

象局研判颱風對臺灣陸地構成威脅，即於

0030UTC 分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警戒

區域涵蓋臺東及花蓮陸地。16 日 1200UTC

颱風中心於位於恆春東方海面，暴風圈逐

步進入臺灣東南部近海，且颱風中心受駛

流影響逐漸轉向北北西移行，隨著颱風北

上，陸上警戒區域逐漸擴大至宜蘭、臺灣

北部及中部地區。17 日 1800UTC 颱風中

心在臺北東北方海面，並開始受西風波槽

前駛流導引逐漸轉向北北東再轉東北移

動，臺灣本島脫離暴風圈，中央氣象局即

解除陸上颱風警報；18 日 0000UTC 臺灣

近海亦脫離馬勒卡暴風圈，即解除海上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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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警報。由於颱風路徑行經臺灣東方海面

往北移動，此颱風之降雨主要為環流與地

形之影響，大多集中在臺灣北部及中部山

區，較大降雨紀錄為：臺北市油坑 418 毫

米，嘉義縣石磐龍 275 毫米，新北市福山

270 毫米，雲林縣草嶺 247 毫米，桃園市

高坡國小 240 毫米，新竹縣鳥嘴山 238 毫

米，南投縣杉林溪 217 毫米。颱風環流影

響，各地亦出現較強陣風，警報期間出現

較大風力紀錄：彭佳嶼 13 級，蘭嶼 11 級。 

6.梅姬(PHANFONE, 1617) 

    第 17 號梅姬(國際命名：MEGI)颱風

於 23 日 0000UTC 生成於關島西北方海

面，受副熱帶高壓駛流導引，颱風中心穩

定往西北西方向移行。由於行經海面與大

氣環境均適合颱風發展，24 日 0600UTC

之強度已達中度颱風，暴風圈亦逐漸擴

大，並逐漸往臺灣東半部近海接近。中央

氣象局於 25 日研判梅姬颱風有侵襲臺灣

的機率，即於同日 1530UTC 發布海上颱

風警報，提醒臺灣東北部海面、臺灣東南

部海面及巴士海峽航行及作業船隻嚴加

戒備，此後梅姬颱風中心強度維持為中度

颱風，且暴風圈持續擴大，並向西北西方

向移行，對臺灣各地構成威脅。中央氣象

局於 26 日 0330UTC 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

報，警戒區域包含花蓮、宜蘭及臺東陸

地。隨著颱風接近，陸上警戒區域逐漸擴

大至全臺各地及澎湖、金門、馬祖。27 日

0600UTC 前後颱風中心在花蓮市附近登

陸，暴風圈籠罩臺灣各地，各地風雨持續

增強，梧棲氣象站觀測到 57.2m/s(17 級)

強陣風，蘇澳氣象站亦觀測到 56.2m/s(17

級)強陣風。隨後受地形影響，颱風強度逐

漸減弱，中心於同日 1310UTC 由雲林縣

麥寮出海，颱風在西半部沿海附近進行結

構重整，於當日 2100UTC 左右由金門北

方進入福建。28 日 0900UTC 時颱風中心

在金門西北西方約 210 公里處，繼續向西

北轉北北西移動，臺灣各地及鄰近海面已

脫離颱風暴風圈，中央氣象局隨即解除海

上陸上颱風警報。由於颱風中心自臺灣東

方海面侵襲臺灣陸地，因此颱風登陸前降

雨地區主要集中在臺灣東北部及東部陸

地，颱風登陸之後降雨區域主要集中在臺

灣中南部地區，較大降雨紀錄為：宜蘭縣

太平山 1136 毫米、花蓮縣天祥 963 毫米、

高雄市新發 892 毫米、臺南市羌黃坑 855

毫米、屏東縣泰武 776 毫米、嘉義縣馬頭

山 709 毫米、臺中市桃山 677 毫米、新竹

縣鳥嘴山 623 毫米、桃園市霞雲 615 毫

米、新北市熊空山 537 毫米、臺北市茶場

479 毫米、雲林縣草嶺 465 毫米、南投縣

新高口 442 毫米、臺東縣紹家 380 毫米、

苗栗縣南庄 370 毫米、澎湖縣澎湖 335 毫

米、嘉義市東區 312 毫米、基隆市五堵 259

毫米。各地受颱風環流影響，亦出現較強

陣風，較大陣風觀測如下：梧棲、蘇澳 17

級，蘭嶼 16 級，宜蘭、東吉島、彭佳嶼

15 級，花蓮、新屋 14 級，臺北、基隆、

成功、馬祖 13 級，高雄、澎湖、淡水、

臺南、板橋、臺中、新竹 12 級，大武、

臺東、嘉義、恆春 11 級。梅姬颱風警報

期間創下氣象站設站以來歷史紀錄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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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資 料 為 梧 棲 氣 象 站 17 級 陣 風

(57.2m/s)，另外新竹氣象站測出 12 級陣風

(36.7m/s)，為歷史排名第 2，亦為遷站後

最大觀測值，其餘亦有多站最大陣風紀錄

接近歷史紀錄。 

7.芙蓉(CHABA,1618) 

    27 日 1800UTC 原位於關島東北東方

590 公里海面上之熱帶性低氣壓發展為輕

度 颱 風， 中文 譯名 為芙 蓉 ( 國 際命 名

CHABA)，發展初期基本上沿著副熱帶高

壓邊緣以偏西到西南西方向移行，呈現拋

物線型路徑。生成後移行路徑之海水熱含

量高且垂直風切小，整體海氣條件有利颱

風發展，因此強度持續增強，尤其 30 日

0000UTC 颱風開始沿副熱帶高壓駛流轉

向西北方向移動後，強度發展甚為明顯，

10 月 1 日 1200UTC 增強為中度颱風；並

於 3 日 0000UTC 再增強為強烈颱風，3 日

0600UTC 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達到生命

期之最高點 55m/s，4 日 0000UTC 當颱風

移動方向由偏北開始漸轉為有東北方向

的分量時，垂直風切逐漸增大，海水熱含

量條件亦漸消失，颱風強度開始有明顯減

弱趨勢，4 日 1200UTC 減弱為中度颱風，

5 日 0600UTC 再減弱為輕度颱風，隨著颱

風所處緯度漸增，垂直風切持續增大，颱

風遂於 5 日 1200UTC 在靠近韓國南方近

海時變性為溫帶氣旋，結束 186 小時之生

命期。

 
圖 7. 2016(民國 105)年 10 月至 12 月颱風路徑圖 
Fig.7. Tropical storm/typhoon tracks for October through December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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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計有 4 個颱風生成，即艾利(AERE, 

1619)、桑達 (SONGDA, 1620)、莎莉佳

(SARIKA, 1621)及海馬(HAIMA, 1622)（圖

7）。 

1.艾利(AERE, 1619) 

    第 19 號艾利(國際命名：AERE)颱風

於 10 月 5 日 0000UTC 時生成於鵝鑾鼻東

南東方海面，同時間尚未有國際命名，生

成後由臺灣東方之小型副熱帶高壓駛流

導引，颱風中心往西北西轉西方向移動。

5 日中央氣象局依據氣象資料研判，艾利

颱 風 有 侵 襲 臺 灣 的 機 率 ， 即 於 同 日

0330UTC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提醒臺灣東

南部海面、巴士海峽及東沙島海面航行及

作業船隻嚴加戒備，這也是繼 2001 年玉

兔颱風以後，首次針對尚未國際命名的颱

風發布颱風警報。艾利颱風強度維持輕度

颱風，暴風圈維持 120 公里，行徑以西北

西轉西方向移動。5 日 0400UTC，颱風暴

風 圈 逐 漸通 過鵝 鑾 鼻近 海 ， 至 6 日

0600UTC，其中心在東沙島東方 230 公里

海面上，朝東沙島附近接近，暴風圈已進

入東沙島海面，臺灣鄰近海域已脫離颱風

暴風圈，中央氣象局隨即解除海上颱風警

報。由於颱風中心由臺灣東南方海面向西

行經臺灣南方近海，降雨主要為颱風外圍

環流之影響，大多集中在臺灣東半部陸

地，較大降雨紀錄為：宜蘭縣寒溪 286 毫

米、花蓮縣石梯坪 217 毫米、屏東縣西大

武山 190 毫米。  

2.桑達(SONGDA, 1620) 

    原位於威克島西方海面的熱帶性低

氣壓於 8 日 1200UTC 時在關島東北方

1260 公里之海面上發展為輕度颱風，編號

第 1620 號（國際命名 SONGD，中文譯名：

桑達），桑達生成初期向西北移動，由於

處於太平洋高氣壓西南緣，駛流場明顯，

颱風平均移速多在每小時 25 公里以上，

10 日 0600UTC 颱風移至太平洋高氣壓西

緣時，中心強度並增強為中度颱風，但移

速開始減慢且颱風開始有轉向偏北的趨

勢，11 日 0000UTC 起桑達颱風逐漸進入

西風帶，駛流開始導引向北北東及東北方

向加速移行，颱風中心並於 11 日 1800UTC

近中心最大風速達 48m/s，此為中度颱風

之上限，此後隨著西風帶中逐漸增大之垂

直風切環境，於 12 日 0000UTC 起颱風中

心強度開始減弱，但仍維持為中度颱風，

並於 13 日 0600UTC 於日本東京東方約

2780 公里之海面上由中度颱風變性為溫

帶氣旋，生命期共 114 小時；桑達颱風之

行徑大致沿著太平洋高氣壓邊緣移動，路

徑呈標準拋物線型。 

3.莎莉佳(SARIKA, 1621) 

    13 日 1200UTC 原位於菲律賓東方海

面的熱帶性低氣壓在馬尼拉 840 公里之東

方海面發展為輕度颱風莎莉佳(國際命名

SARIKA)，莎莉佳生命期內副熱帶高壓勢

力強盛，莎莉佳移行路徑大多受到其南側

駛 流 導 引， 初期 往 偏西 移 動 ， 14 日

1200UTC 增強為中度颱風，之後駛流略有

偏北分量轉往西北西移行，15 日 1800UTC

登陸呂宋島中部，18 日 0000UTC 莎莉佳

移至海口南南東方 140 公里之海面上，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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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登陸海南島，18 日 1200UTC 莎莉佳中

心強度減弱為輕度颱風並移出海南島，並

逐漸轉向北北西移動，19 日 0600UT 時颱

風中心已登陸越南，登陸後受地形影響，

強度迅速減弱，19 日 1200UTC 於河內東

北東方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生命期共

168 小時，莎莉佳路徑之路徑略呈直線型。 

4.海馬(HAIMA, 1622) 

     15 日 0000UTC 海馬發展生成於關

島南南西方 590 公里之海面上，海馬行徑

主要沿著副熱帶高壓西緣移動，從生成至

結束均穩定以偏西北西方向移動，16 日

0600UTC 海馬颱風增強為中度颱風，並於

17 日 1800UTC 增強為強烈颱風，19 日

1800UTC 減弱為中度颱風，21 日 0060UTC

減弱為輕度颱風，其路徑略呈直線型，19

日 0012UTC 已登陸菲律賓呂宋島北部，

20 日 0018UTC 登陸大陸廣東，之後颱風

強度受地形影響迅速減弱，21 日 1800UTC

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生命期歷時 162 小

時。 

十 一 月 ：計 有 3 個 颱風 生 成 ，米 雷

(MEARI,1623)、馬鞍(MA-ON,1624)及蠍虎

(TOKAGE,1625) (圖 7)。 

1.米雷(MEARI,1623) 

    3 日 0000UTC 位於關島西方海面的

熱帶性低氣壓發展為輕度颱風，編號第

1623 號（國際命名 MEARI）。米雷生成初

期副熱帶高壓勢力稍向西伸展，颱風位於

高壓西緣，颱風向北北東方向移行，速度

約每小時 10 公里，同期海水熱含量仍高，

垂直風切較小，有利颱風發展，颱風強度

在 5 日 0000UTC 增強至中度颱風，此中

度颱風強度維持至其變性為溫帶氣旋。隨

後米雷颱風移行之緯度漸增，受西風帶的

駛流影響亦逐漸增加，5 日 0600UTC 開始

向北北東到東北方向加速運動， 7 日

1200UTC 在日本東京東南方 1070 公里之

海面上時變性為溫帶氣旋，生命期歷時

108 小時。 

2.馬鞍(MA-ON,1624) 

    馬鞍颱風於 10 日 0600UTC 在威克島

西南西方 1150 公里之海面上生成，馬鞍

颱風之駛流始終維持西北西方向，移度約

每小時 20 公里；雖馬鞍颱風生成位置的

緯度不高，海溫的條件適合發展，但颱風

環流雲系發展與潛熱釋放條件配合不

佳，因此颱風中心強度並未進一步發展，

均只維持為輕度颱風的下限 (18m/s)；12

日 0600UTC 颱風於關島北北東方 820 公

里之海面上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結束只

維持 48 小時之生命期。 

3.蠍虎(TOKAGE,1625) 

    蠍虎颱風於 25 日 0000UTC 在馬尼拉

南南東方 390 公里之菲律賓中部陸地生

成，初期以每小時 14 轉 17 公里之速度，

向西轉西北西進行，雖然颱風中心離開菲

律賓陸地後，颱風強度略為增強，但其生

命期內颱風中心位置基本上並未遠離陸

地，強度發展受到限制，中心附近最大風

速只達 23m/s。26 日 1200UTC 起蠍虎颱風

受西風波槽前駛流導引往偏北北東方向

移行，適值近地層大陸高壓南下並有冷平

流影響，颱風遂於 28 日 0000UTC 在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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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西北方 340 公里之海面上減弱為熱帶性

低氣壓，結束維持 72 小時之生命期。 

十 二 月 ：有 1 個颱 風生 成 ， 即納 坦

(NOCK-TEN,1626)(圖 7)。 

納坦(NOCK-TEN,1626) 

    21 日 1800UTC 原位於關島南南西方

海面的熱帶性低氣壓時發展為本(2016)年

第 26 號颱風，中文譯名為納坦(國際命名

NOCK-TEN)，初期颱風處於副熱帶高壓南

緣之駛流導引，主要以偏西方向移行，海

氣環境屬海溫高且垂直風切小，十分有利

颱風發展，納坦於 23 日 1800UTC 增強為

中度颱風，並於 24 日 0000UTC 迅速增強

為強烈颱風，且颱風中心強度迅速增強至

55m/s，25 日 1200UTC 至 1800UTC 間登

陸菲律賓中部，受地形影響減弱為中度颱

風，颱風通過菲律賓陸地進入南海後，適

值北方大陸高壓南下，所處環境之垂直風

切明顯增大，颱風強度隨即開始減弱，26

日 0000UTC 減弱為輕度颱風，另受低層

東北風的影響，颱風路徑亦逐漸有往西南

移動的分量，27 日 1800UTC 納坦在東沙

島南南西方 820 公里海面減弱為熱帶性低

氣壓，生命期歷時 144 小時(6 天)。 

四、結論 

    綜前所述，本年度之颱風特性可概括

歸納為以下各點： 

(一) 2016 年北太平洋西部共發生 26 個颱

風，略高於過去 58 年(1958-2015 年)

之氣候平均數 24.9 個；侵臺颱風有 3

個，較氣候平均數 3.2 個略少。 

(二) 就各月颱風發生頻率而言，1 月至 6

月沒有任何颱風生成，1973 年及 1998

年亦有 1 月至 6 月無颱風生成的紀

錄，8 月、9 月各有 7 個颱風生成，是

全年颱風生成數最多的 2 個月份，各

占全年颱風發生數的 26.9%；7 月及

10 月各有 4 個颱風生成，分別占全年

颱風總發生數的 15.4%； 11 月份有 3

個颱風生成，12 月份有 1 個颱風生

成；各占全年颱風發生數的 11.5%及

3.8%。與過去 58 年之平均發生數比

較結果顯示(圖 2)，本年 1 月至 6 月及

12 月較平均數少，7 月等於氣候平均

數，其他月份則多於平均數。 

(三 ) 就颱風生命期內之中心最大強度而

言，本年度 26 個颱風中，屬於輕度颱

風者有 12 個，占 46.1%；中度颱風者

有 9 個，占 34.6%；強烈颱風有 5 個，

占 19.3%。中度與強烈颱風合計有 14

個，少於氣候平均數 15.3 個。 

(四) 以颱風生命期而言，本年度生命期最

長的颱風是獅子山，長達 270 小時；

最短的颱風是雷伊，僅 12 小時。本年

颱風生命期在 8 天以上者有 3 個，占

全年之 11.5%，3 天以下者有 8 個，占

30.8%，4-7 天者有 15 個，占 57.7%。 

(五) 本年度 26 個颱風中，中央氣象局研判

可能侵襲臺灣鄰近海域或陸地而發布

「海上」或「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者

共有 5 個，占全年颱風發生總數之

19.2%。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為艾利颱

風；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者計有尼

伯特、莫蘭蒂、馬勒卡及梅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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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伯特、莫蘭蒂及梅姬為侵臺颱風，

尼伯特颱風中心於臺東縣太麻里鄉登

陸，全臺統計有 3 人死亡，311 人受

傷，農損逾新臺幣 6 億元。莫蘭蒂中

心自臺灣南端近海掠過，全臺統計有

1 人死亡，62 人受傷，農損約新臺幣

1 億元。梅姬颱風中心於花蓮市附近

登陸，梧棲、蘇澳出現 17 級強陣風，

東部與南部地區亦有超大豪雨發生，

全臺統計有 4 人死亡，662 人受傷，

農損逾新臺幣 3 億元。 

(六) 本年度中央氣象局颱風路徑預報平均

誤差統計為 24 小時平均誤差為 77 公

里，優於 2001 至 2010 年之 24 小時平

均誤差 117 公里，48 小時平均誤差則

為 14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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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26 tropical storms/typhoons occurring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Ocean in 2016, 
with 12 tropical storms and 14 typhoons, and the number is very close to the long term (1958-2015) 
average of 24.9.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issued sea warnings on tropical storm Aere and land 
warnings on other four (Nepartak, Meranti, Malakas and Megi). 

There was no typhoon occurring between January and June 2016, and the first typhoon of this 
year occurred in 3 July. In terms of the life period of the typhoons, the longest life was the 270 hours 
of typhoon Lionrock, while tropical storm Rai existed for 12 hours only. There were four typhoons 
attacked Taiwan, including Nepartak, Meranti, Malakas and Megi , with the center of Nepartak and 
Megi landing Taiwan island, and Meranti’s center skimming the off shore of island’s southern tip. All 
these four  typhoons brought severe damage. 

The annual average error of official track forecasts of tropical storms/typhoons was 77 km for 
24-hour which is better performance compared to the long term (2001-2010) average of 117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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